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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護理學系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大學部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4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
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健康照護資訊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選修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英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英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馮容莊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兼任/助理教授

此課程是否符
合教師專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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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間接相關]
  2.英文[間接相關]
  3.資訊[直接相關]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10.生命科學[直接相關]
  11.醫學[直接相關]
  16.心理學[間接相關]
  17.社會學與人類學[間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2.積極傾聽[間接相關]
  7.批判思考[直接相關]
  8.主動學習[直接相關]
  12.合作[直接相關]
  16.服務導向[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直接相關]
  36.創意力[直接相關]
  40.主動任事[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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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題
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無關聯性 環境保護     無關聯性

品德教育 無關聯性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無關聯性 智慧財產權 間接相關

人權教育 無關聯性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間接相關

家政教育 無關聯性 資訊教育 直接相關

海洋教育 無關聯性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化
教育) 間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1.認識資訊科技介入醫療體系的現況與影響。
2.了解資訊科技於健康照護地實務應用，如醫療電子產品、遠距醫療照護、消費者健康資訊、行動護理等。
3.加強電腦資訊科技與網路資源的運用技能( EBN, Endnote)。
4.加強文書軟體與數據分析之電腦運用技能 (Microsoft Excel, Access)。
5.知悉資訊科技於護理專業領域之應用，如臨床護理、人力資源管理、教育訓練、研究等。

先修課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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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9/16
課程簡介與電腦資訊素養調查
Introduc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

2 09/23
資訊安全概念與個資法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cs 
safety

3 09/30

醫療護理資訊之發展與趨勢與導入醫療電
子產品後醫院的新面貌
Trends of medical and nursing 
informatics andNew vision of 
medical electronic utility in 
hospital

4 10/07
遠距照護服務的現況
Introduction of distanced 
health care

5 10/14
科技資訊與電子資源 (一) :文獻搜尋及
工具使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resources(1)

6 10/21
電子病歷與個人健康紀錄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 
Personal health record

7 10/28
科技資訊與電子資源 (二):Endnote的
應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resources(2)

8 11/04
科技資訊與電子資源 (三):數據分析工具
於臨床應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resources(3)

9 11/11
科技資訊與電子資源 (四):資料處理與資
料庫系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lectronic resources(4)

10 11/18
可用性概念及臨床電腦化
Usability concepts and 
clinical computing

11 11/25
護理行政管理資訊系統
Nursing executiv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12 12/02
臨床決策支援系統之建構概念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13 12/09
醫療資訊系統評值
The evaluation of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14 12/16
醫療資訊系統之專案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in medical 
informatics

15 12/23
臨床護理資訊系統之建置與應用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nursing informatics 
system(NIS) 

16 12/30
條碼系統於臨床護理作業之應用
Utilization of bar-code system 
in nursing care

17 01/06 專題分組報告

18 01/13 專題分組報告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20 影片欣賞 0 討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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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20 專題實作 20

電子教學 2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境
教學

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2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自編講義

教科書 自編講義

參考書目
Reference

吳昭新.李友專 總校閱.(2003).醫療資訊管理學.台北：偉華書局有限公司
張顯洋編著(2006).臨床決策支援系統.台北：偉華書局有限公司
黃興進、余明玲、劉忠峰 著(2006).醫療資訊管理.嘉義縣：台灣健康資訊管理學會 ISBN 978-986-82580-0-6
劉淑娟、李亭亭、張博論 總校閱(2006).護理資訊 .台北：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Ball, M.J., Hannah, K.J., Newbold, S.K.,& Douglar, J.V. (2000).Nursing informatics: 
Where caring and technology meet (3rd Ed).Springer com.
Hannah. K.J., Ball, M.J.& Edwards, M.J.A.(2006).Introduction to nursing 
informatics(3rd Ed).Springer com.
Saba, V.K., Mc Cormick, K.A.(2006).Essentials of nursing informatics (4th Ed).New 
York: McGraw-Hill Medical Publishing Division.
Weaven, C.A., Delaney, C.W., Weber, P.,& Carr, R.L.(2006).Nursing and informatics for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look at practice, trends and the future. Chicago: 
HIMSS, ISBN 0-9761277-5-
期刊部分: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Information (JAMI)
Computer, Information, Nursing (CIN)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CMPB)
網站部分:（建議常上網看看）
台灣護理資訊學會www.ni.org.tw
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www.tmu.edu.tw
台灣HL7協會www.hl7.org.tw
行政院衛生署 http://www.doh.gov.tw
國民健康局 http://www.bhp.gov.tw
健保局 http://www.nhi.gov.tw

教學平台網址 ICA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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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寫
報告

0 個案分析報告
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演
練

40 專業團體之證
照檢定

0

期中考 0 期末考 0 隨堂考（小考
）

0

書面報告(含小
組或個人) 20 課堂參與 20 心得或作業撰

寫
0

口頭報告 20 面試或口試 0 自評與小組互
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專題報告：
(一)報告主題：以健康、醫療、護理領域中，資訊科技臨床應用概念與操作介入之相關主題。
(二)書面專題報告格式：
    1.題目：主題聚焦5W1H (what, who, when, where, whom, how)
    2.背景說明：含主題之重要性、選題動機
    3.相關文獻查證：說明文獻查證之路徑，系統性摘錄文獻
    4.問題確立：根據文獻資料統整、分析檢視現況可能之問題
    5.資訊科技在臨床、行政、教育、研究應用的建議與策略
    6.參考文獻(APA格式)
(三)專題主題:可包括知識管理、人工智慧、雲端醫療資訊、消費者健康資訊、行動化醫療  
      資訊等之應用。
(四)口頭報告注意事項
    1.報告主題請各組抽籤決定。並請於______前將各組分組名冊與專案主題 e-mail 給馮容莊老師 (Joanna.rcfeng@gamil.com)。
    2.選定主題後，於口頭報告前，請與負責老師約指導與討論之時間。
    3.每組報告20分鐘，帶領同學討論10分鐘與老師講評5分鐘。
    4.書面報告需依意見修正，於口頭報告結束後一週內交到E-Campus。
    5.口頭報告評分將採學生自評與互評方式進行。

項目  評值內容                             評分
1    報告內容有組織、資料呈現具邏輯性            10
2    主題聚焦、明確                     5
3    主題背景說明具重要性、動機明確             10
4    文獻查證完整、具實証整合與分析             20
5    問題確立明確                             5
6    提出具體操作性建議與策略             20
7    報告以生動活潑方式呈現，ppt製作適宜     10
8    報告者口齒清楚，對報告內容能掌握             5
9    對聽眾所提出之問題，報告者能予適當回應與說明  10
10   報告時間掌握適當                     5
總評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點名未到者若未完成請假程序一律視同曠課，若達3次曠課則依校規扣考。
2.曠課(每小時扣學期總成績1分)、遲到(30分鐘以上視為該堂曠課)，請假、上課進進出出或大聲交談或使用電腦上
網（非課程相關）等干擾課程進行之情形，視情況由該授課教師決定扣分。
3.上課時手機請設定為靜音或震動，尊重老師也尊重同學。
4.請假規定：
(1)病假：於該次上課前打電話給系辦，請系辦轉達請病假；若未於上課前打電話請假，而經老師點名不到，則視為
曠課；病假須於一週內出具醫院有效期限的診斷證明（非就醫證明）；有需要請生理假者，請至區域醫院層級以上就診
評估，並請醫師開立診斷書（一學期提供一次即可），但仍須遵守前述上課前打電話之規定。
(2)事假、公假、喪假等其它假別務必於上課前找該堂授課教師完成請假手續，並請檢附相關證明，若未於課前完成請
假程序，經點名不到者視為曠課，不接受課後補請。有關請假、缺課或扣考的詳細規定依據輔仁大學學則辦理。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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